新聞稿
即時發佈
第 15 屆「香港冬季購物節」及「香港冬日美食節」
12 月 24 日平安夜閃爍開幕
[香港，2017 年 12 月 14 日] 第 15 屆「香港冬季購物節」及「香港冬日美食節」將於 12 月 24 至 27 日 (美
食節至 28 日) 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 號及 3 號館盛大舉行！前者設多個不同展區，包括「美容保健區」、「嬰
幼兒用品區」、「流行服飾區」、「D.I.Y.及藝術創意區」、「家居潮流博覽」、「香港車展及國際車品博覽」、
「數碼電子消費品及網絡攻略展」及「冬季玩具博覽」。是次參展商總數接近 800 家，較早年多出約 15%，
而攤位數目則約 1,300 個，規模之大實屬歷年之冠！據大會估計，今屆的總入場人次與去年的 131 萬相比，
將會有至少 10%的增長，故此項盛事將會是全港聖誕檔期最大型的室內聖誕嘉年華！

大會將安排連串精彩節目，包括剛於紅館完成個唱的人氣歌手陳柏宇、樂隊組合 Dear Jane、紅星林奕匡、胡
鴻鈞、張彥博及河國榮群「聲」賀聖誕並與現場觀眾大玩遊戲、展會 icon「Shopping 企鵝仔」及「為食貓」
與你見面、小童及青少年才藝歌舞表演、「競飲競食大格鬥」、「家居大鬥法互動遊戲」、室內設計、樓宇檢
驗、美容、健康專業講座及聖誕消費大抽獎等。大會將送出豐富禮品，務求為入場人士帶來一個愉快豐足的聖
誕！
一站式吃喝玩樂極級體驗，盡在「香港冬季購物節」
今年的「香港冬季購物節」設有多個不同展區，包括 D.I.Y.及藝術創意區、美容保健區、嬰幼兒用品區及流行
服飾區等主題專區，匯聚城中各式各樣的產品，此外還準備了以下各項精彩節目及禮遇與眾同樂：
1. 紅星藝人歌唱表演及遊戲環節 – 陳柏宇、Dear Jane、林奕匡、胡鴻鈞、張彥博及河國榮將與觀眾大
玩遊戲兼唱歌助興，與入場人士一起歡度聖誕；
2. 「競飲競食大格鬥」– 各大胃王、摩打手可於美食擂台上一較高下，競逐豐富食品或餐飲禮券；
3. 「家居大鬥法互動遊戲」– 各家務高手可於台上大展身手，參與充滿玩味的有獎遊戲；
4. ProRacing Racing Simulator 虛擬賽車體驗 – 只需 HK$50 即可感受超凡虛擬賽車體驗，一嘗非一般
馳車快感；
5. 「聖誕消費大抽獎」– 大會每日均設有大抽奬環節，於場內消費滿港幣 500 元(最多 3 項消費計算)，
即可憑當日發票到攤位 1M50 換領抽獎券，參加台上大抽獎，有機會贏取高級家電、家品及廚具等豐
富獎品；
6. 「行哂全場有著數！」– 凡持有 HK$20 入場券之人士，到齊 1 號館攤位 1B27、1M50 及 1Y10 並集
齊 3 個蓋印，即可換領精美禮物一份。

國際名車雲集「香港車展」
今屆「香港車展及國際車品博覧」將展出多款歐洲獲獎型車，包括法系品牌「雪鐵龍」的 2017 歐洲 WRC 冠
軍車 Citroen C3、慳油前衛 SUV Citroen C4 Cactus 及奢華七人座 MPV Citroen Grand C4 Picasso 等供鑑賞
選購。一眾著名珍藏古董車亦將亮相，如福士迷你巴士 Kombi、Marvia 及 Lotus Super 7 等，機會難得！場內
匯聚型格汽車改裝技術、汽車美容、汽車電子產品及各式精品配件，全方位提升駕駛享受！現場特設專業級模
擬賽車器，車迷於比賽中一展身手後，更可以優惠價選購電玩設備，盡情狂歡！
「家居潮流博覽」及「數碼電子消費品及網絡攻略展」 助你打造至潮安樂窩
要在香港打造一個舒適稱心的安樂窩並不容易，由家居設計至添置傢俬用品，每一項均須周詳計劃。「第 17
屆香港家居潮流博覽 2017」及「第 10 屆數碼電子消費品及網絡攻略展」展品一應俱全，不但出售各類傢俬、
電器產品和潮流家品，亦有參展商提供室內設計服務。展會為廣大電子發燒友搜羅各式各樣的皇牌產品，當中
包括丹麥喇叭品牌 Podspeakers、英國藍芽喇叭 Ruark Audio、德國家居音響品牌 Sonoro、台灣品牌 WIME
威米運動防水智能手錶及 Weeview 3D 攝錄機，更有不少展會獨家優惠，令人目不暇給。此外，大會為方便入
場人士尋覓心水之選，更將會場劃分為多個主題專區如「傢俱及床上用品展區」、「家品及家居服務」、「家
電影音及智能家居設備展區」、「室內設計及裝飾材料展區」及「廚房及浴室設備展區」。大會更安排多項精
彩節目，並提供各項家居資訊，例如由大金冷氣(香港)有限公司介紹最新家用冷氣系統、由玄人文化企業有限
公司及柏天心師傅講解家居風水擺設及每日一節讓入場人士較量家務的趣味遊戲「家居大鬥法」等。如此豐富
的內容，準備把家居大變身的你又豈容錯過？
「香港冬季玩具博覽」 帶來無限童趣驚喜
熱爆玩具博覽再度登場，齊集一系列智能電玩、魔術玩具、人氣卡通精品、益智遊戲、懷舊玩具及原創玩具等，
為不同年齡層的玩具迷帶來無限驚喜，同時多款玩具精品亦以優惠價發售。把握機會來臨香港冬季玩具博覽，
為聖誕佳節留下一個充滿色彩及歡樂的難忘回憶！
「香港冬日美食節」 讓舌尖環球世界
今屆「香港冬日美食節」共設有 8 大展區，包括「至尊品牌區」、「韓潮食品區」、「賀年食品、糧油及蔘茸
海味區」、「日食文化區」、「國際品酒嘉年華及高級食品區」、「世界飲食貿易區」、「東南亞特色食品區」
及「健康綠色食品及素食區」，供應世界各地珍饈百味及美酒佳釀，場內亦有多個來自海外國家及地區的參展
團體。
香港貴為「美食天堂」，「香港冬日美食節」每年定必大力推廣各地名產，為香港人及遊客帶來一場豐富的美
食之旅。展內充滿異國食品，包括札幌 Sanrio 卡通布丁燒、北海道農場直送千層蛋糕、台灣曾拌麵、泰國版
Lay’s 薯片、新加坡地道肉骨茶、南非豹紋奶油甜酒及牙買加頂級藍山咖啡等，讓入場人士享盡環球美食美酒！

此外，於展覽期內，各參展商更會推出多項震撼人心的優惠。當中有首次登場的破天荒 HK$0.1 優惠！只需
HK$0.1 便可購得燒龍蝦、燒阿拉斯加長腳蟹腳或活龍蝦魚翅花膠雞湯火鍋套餐等。同時亦有熱爆全城的
「$1 夾龍蝦」優惠強勢回歸，除了夾龍蝦，更可於限時內任夾和牛牛扒及黑毛豬午餐肉等高級食材。當然亦
有更多每年必搶的 HK$1 精選美食優惠，包括 1 公斤貓山王、大甲乾麵、雪糕曲奇及德國腸仔等。而大量高
級食材如日本 A4 和牛肉眼/西冷、特大皇帝蟹、韓牛等亦會以震撼優惠價發售。（資料由參展商提供，如有
更改，一切以實際情況為準）
– 完 –
展會資料：
展覽

第 15 屆香港冬季購物節 / 第 15 屆香港冬日美食節 / 香港車展及國際車品博覽 /
香港冬季玩具博覽 / 第 17 屆香港家居潮流博覽 2017 / 第 10 屆數碼電子消費品及網絡攻略展

日期

2017 年 12 月 24 日至 27 日（星期日至星期三）
2017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只有美食節開放）

時間

2017 年 12 月 24 日至 26 日 - 上午 10 時至晚上 9 時
2017 年 12 月 27 日 - 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冬日美食節(3 號館) 則延至晚上 9 時)
2017 年 12 月 28 日 - 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只有美食節開放）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 號及 3 號館

入場費

每位港幣 20 元正 (適用於 2017 年 12 月 24 日至 27 日)
每位港幣 10 元正 (適用於 2017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分；12 月 27 日晚上
6 時 45 分後及 12 月 28 日)
長者免費 (必須年滿 65 歲並出示長者卡或香港智能身份證)
3 歲或以下小童免費

主辦機構

香港亞洲展覽（集團）有限公司

網站

http://megashow-expo.com.hk / http://food-expo.com.hk

傳媒查詢

Ms. Louisa Chan
電話：(852) 2591 9823
電郵：louisa@hka.com.hk

** 請按此下載相片：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A5XbvRUZ2YqVpfVEVQTJKhXub_45dsu?usp=sharing
** 最新大會舞台時間表，請瀏覽：
http://www.megashow-expo.com.hk/%E5%A0%B4%E5%85%A7%E6%B4%BB%E5%8B%95.html

